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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信息公开方
面政府做了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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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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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整体素质。

反复梳理，主动公开目录体系化。

建章立制，规范运行机制。

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实经费保障。



☆建章立制，规范运行机制

★完善各项制度，规范有序运行。

★扎实推进“政府开放日”活动，

     敞开大门听民声。

★加强监督考核，发挥指挥棒作用。

★编发永宁县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。



二、用数据说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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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政策解读情况

回应社会关切情况

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情况

5

6

完善公开机制

强化政务公开培训



7601条 10611条 18529条

2016 2017 2018

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

通过哪些
渠道和方
式公布政
府信息？

政府公报

28条

政府网站
11872条

政务微博
1277条

政务微信
1765条

其他方式
3689条



☆政策解读情况

完善解读机制，
提高解读效果。

原则：谁起草、谁解读。

方式：设置专栏。

数量：126条。



☆回应社会关切情况

永宁政务微博受理微博咨询、投诉、问政
595条，办结率100%，发布各类微博55条。

咨询、投诉、建议类
帖子共210条，交办
答复率为100%

“书记县长信箱”



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情况

依申请公开：1件

内容涉及：环境保护

申请方式：网络申请

申请费用：0元



☆完善公开机制

建立“五公开”要求
嵌入公文办理机制。

建立“五公开”要求
嵌入会议办理机制。

2018年邀请代表列席政府常务会议3次，政府专题
会议2次，并邀请永宁县电视台进行报道。

在县政府公众网开专栏，上传信息64条。



五公
开

决策
公开

执行
公开

管理
公开

服务
公开

结果
公开



☆强化政务公开培训

全县性政务
公开培训：
      3次

培训人数：
240余人



三、重点领域公开

1

2

3

4

预决算和审计信息公开

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
政府信息公开

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
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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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市政服务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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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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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信息公开

户籍管理领域信息公开

涉农补贴领域领域信息公开



☆预决算公开和审计公开

1.加强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。
全年公开信息239条。

2.推进深化审计结果公开。
按时公开本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
划、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整改报
告信息20余条，加大部门预算执
行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决算
、专项审计（调查）等单项审计
结果信息公开力度。



☆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重点公开了在重大建设项目
批准和实施过程中批准与服
务、批准结果、招标投标、
征收土地、重大设计变更、
施工、质量安全监督、竣工
等8类信息 424条。



☆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★公开住房保障信息17条 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信息5条

★矿业权出让信息13条 ★政府采购、国有产权交易、工程
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等6大领域的信息
10余条



☆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★脱贫攻坚领域信息47条 ★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信息62条

★教育信息10条 ★基本医疗卫生领域信息106条

★环境保护领域信息437条 ★灾害事故救援领域信息102条

★公共文化体育领域信息18条



☆住房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一是及时公开征地告知
书以及履行征地报批前
程序的相关证明材料、
建设项目用地呈报说明
书、农用地转用方案、
补充耕地方案、征收土
地方案、供地方案、征
地批后实施中征地公告
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
告等信息16条。

二是全面公开与拆迁安置规
划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、城乡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
等；及时公开征收补偿方案
、房屋征收决定公告、被征
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和
补偿结果、拆迁安置专项审
计结果、拆迁安置项目征收
进展情况等信息7条。

三是全面公开保障性住房
建设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
划，公共租赁住房受理公
告、分配房源信息房源调
整等信息17条。



☆市政服务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
一是公开城市供水、城市燃气
、市政道路、城市照明、城市
绿化、市政公共配套设施等相
关企业、网点布局及服务范围
、商品及服务价格、服务热线
等信息135条。

二是公开市政服务领域审批事项
目录、服务指南、流程图、审批
结果等信息30条。

三是公开运营商基本信息、服务热
线、突发事件及日常维护公告等信
息8条。



☆户籍管理领域信息公开36条

☆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信息公开101条

☆涉农补贴领域领域信息公开89条



四、互联网+
        政务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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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结构、创体制，搭建行政审批
新模式。

造流程、压时限，推进行政审
批便民化。

理事项，通网络，承载政务服务
网上跑。

夯基层，推代办，力促便民服务
就近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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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不见面，马上办，打造政务服
务加速化。

一窗式，电子化，畅通政务
服务新渠道。

7 优服务，提效能，开创行政
审批新局面。



马上
办

网上办

就近
办

一次办

联合
办

集中办

☆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推动“六办”



五、公开平台载体
建设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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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门户网站运维，推动
政务公开主阵地建设。

加强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
服务功能。

创刊《永宁县人民政府公报》。

完善政府信息查阅点、公示栏等
建设。



☆门户网站 ☆“两微一端”



☆创刊《永宁县政府公报》

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及开展2019年工作的
初步计划安排

1

2 开展2019年工作的初步计划安排

2018年推进公开工作存在的
问题与不足



☆存在的问题

一是政务公开工作基础还不够扎实，
存在县级“热”，部分乡镇、部门“
冷”的现象；
二是公开的规范化还有待加强，公开
的形式信息多，实质性公开少，结果
信息多，过程信息公开少，正面信息
多，负面信息公开少，被动接受信息
多，贴合群众需求信息少。



☆未来计划

一是提高思想认识，拆除政务公开“玻璃门”“旋转门”。

二是拓宽公开渠道，增加社会广泛知晓度。

三是提高公开质量，服务群众需求。

四是坚持深入开展“政府开放日”，听民声解民难。

五是加大培训力度，实施“跟班培训”。


